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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形成的主要成因 "我后来撰

写 #论开元诗坛 $ 一文时 %虽

然重在解释殷璠这句话中 &声

律风骨始备 '的内涵 %但其中

注意到开元二十三年前后另

一批著名文人进士登第与文

儒的关系 %实是受昌平兄此文

的启发 " 这篇论文中以兴象 !

气脉论诗的观念 %以及重视初

盛唐朝廷诗风影响的思路 %同

样体现在他的另一篇名作 #上

官体的历史承担 $ 中 " &上官

体 '向来被视为初唐四杰文学

革新的对立面 %几乎没有人关

注其诗歌创作" 昌平兄联系龙

朔年间对上官体的不同评价 %

注意到小谢体受到重视的现

象 %认为当时朝廷诗坛实际上

面临着如何用六朝声辞来表

现新朝气象的问题 %上官体正

是适应了这种需要" 并结合高

宗朝文化氛围由儒向文的转

变 %根据上官仪编撰 #笔札画

梁$中提出的 &六对'&八对'和

&六志'%重新解读了其诗&绮错

婉媚'的内涵" 接着文章顺流而

下%通过分析上官婉儿对沈!宋

诗的评判% 指出从上官仪到婉

儿% 朝廷雅体这一脉如何吸取

六朝诗特别是小谢体的精髓 %

直接影响到盛唐诗的演进" 这

些论文观察问题视角独特 !思

考周密!论述辩证%屡屡受到日

本著名唐诗专家松浦友久先生

的称赏% 也常被本段研究生的

学位论文所引用"

在研究唐诗发展的内在

规律方面 %昌平兄也是开风气

之先的 " 他在 #从初盛唐七古

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

律$一文中指出 %&对于唐诗繁

荣 的 原 因 及 其 规 律 性 的 研

究 % 实际上往往有以外部因

素 %即以对当时经济 !政治 !

文化的研究 % 代替对更为重

要 !更为复杂的诗歌演进内在

规律的研究之倾向 " 抽象的 !

宏观的探索 % 应当以具体的 !

微观的分析为基础" '这一见

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" 他在该

文中提出初盛唐七古有三个先

后相生!不可分割的发展阶段"

在分析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色

时% 他着重从赋对初唐七古的

影响! 盛唐七古句式声调的骈

散相间!意象的体物探象%布局

取势的纵横驰骋等方面总结出

唐诗发展的一些规律" 我后来

也写过 #初盛唐七古歌行的发

展 $一文 %正是在他研究的基

础上 %进一步探讨七古歌行的

源起 %以及歌行和七古体式的

构成原理 %可与他的论文相互

补充 " 他又写过 #初唐七律的

成熟及其风格渊源 $ 一文 %最

早指出七律的形成与初唐应

制唱和风气的关系 %成熟于中

宗景龙年间的背景 %蜕化于骈

俪化的歌行的风格渊源" 我后

来在写 #论杜甫七律 &变格 '的

原理和意义 $时 %就在他的结

论基础上论述了七律 &正宗 '

与乐府歌行和应制诗在声韵

和格调方面的关系"

我与昌平兄的专业方向都

是汉魏六朝隋唐文学% 又都侧

重在六朝到初盛唐这一段 %学

术理念一致%研究思路相近%共

同语言很多" 我们都很关注文

学史中一些较为深层的呈阶段

性发展的创作现象% 偏重于在

微观的基础上进行&中观'的研

究% 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则较

少" 但我们也都从不同角度研

究过李白! 王维等大家的若干

问题% 兴趣和话题始终保持一

致"当然偶尔也有争论%不过绝

不会伤和气% 反而更加重视对

方的不同看法" !" 年代末他在

策划 #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

本$这套丛书时%还特地来信建

议由我写 #杜甫诗选评 $%他写

#李白诗选评$% 藉以纪念我们

的学术友谊"我欣然同意"这本

小书也促使我后来继续探索杜

诗艺术和辩体的关系% 写了一

本新的专著" 可惜我再也听不

到他对这本书的意见了(

昌 平兄是一个有至情至

性的人%是那种责任心

极强的!非常老派的上海绅士"

上至父母 !师长 !下至朋友 !晚

辈% 都能竭诚相待" 他是个孝

子%在家里是长兄%虽有姐妹和

弟弟% 但父母一直跟他一起生

活" #" 年代我第一次拜访他家

时%他还住在简陋的两居室里%

小卧室给已经长大的儿子住 %

父母住大卧室% 他就和夫人包

国芳打地铺" 这样的窘境一直

到他当了总编% 社里给他解决

了一套三居室才有所改善" 但

即使如此%仍然住得很紧张%因

他父亲有帕金森氏症% 须有保

姆照料% 日常的生活都要以病

人为中心" 由于他和夫人的悉

心侍奉%两位老人家均以寿终"

他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%高

考恢复时% 他一个个为他们复

习功课% 帮助他们全部考上大

学" 我曾经笑说他无论在社里

还是在家里% 都像是巴金笔下

的&觉新 '这个人物 %他对此倒

是默认的"

对于老师% 昌平兄总是一

心想着帮他们做点事% 回报他

们的知遇之恩" 他和马茂元先

生合作 #唐诗选 $的故事 %已为

学界所熟知" 林庚先生九十大

寿时% 他帮助重版了林先生早

年备受批判的 #诗人李白$%并

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写了

一篇热情洋溢的 #新版说明$%

高度评价了林先生在此书中提

出的著名论点% 林先生非常高

兴"他还屡次对我说%一直很想

为施蛰存先生做点什么% 但施

先生从来不让学生帮忙% 为此

一直觉得遗憾" 我的导师陈贻

焮先生去世时% 他特意以上海

古籍出版社的名义定了一个鲜

花做的小花篮% 嘱咐我一定要

放在陈先生身边"其实%陈先生

在上古社出版 #杜甫评传$%主

要是由陈邦炎先生负责% 和昌

平兄并不熟% 但昌平兄认为自

己既为总编% 就要尽到向师辈

作者致敬的心意"

对待一般关系的作者 %

他 的 认 真 负 责 更 是 令 人 佩

服 "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

期间 % 文学院长曾提出邀请

两位身兼出版家和著名学者

双重身份的内地专家来系工

作两周 %帮助教师们提高科研

能力 %昌平兄是其中之一 " 他

到任后 %不但认真审阅老师们

提交的每篇论文 %还提出了许

多具体的修改意见% 每份批语

至少在两三页以上" 我说他太

过认真%他却说既然请他来%当

然要对得起人才行" 况且已经

形成习惯% 在社里看稿时常常

如此% 最多的一次修改意见长

达一万多字% 相当于自己写一

篇论文了" 我建议他把这些审

稿文字收集起来% 将来成书出

版%也是很有益于学界的"他没

有在意%可惜现在都散失了"昌

平兄这次来浸大% 还帮助一些

老师将改好的论文发表在内地

刊物上% 给老师们留下深刻的

印象"过了两年%文学院又提出

邀请内地专家的建议% 全系老

师一致要求昌平兄再次来系 %

于是又有他的第二次浸大之

行"日前昌平兄去世%浸大中文

系致送的唁函% 充分表达了老

师们对他的深深感念"

我和昌平兄的夫人也早就

熟识%深知他们伉俪情深%老而

弥笃" $%&' 年国芳做过肺部切

除小结节的手术% 当时以为并

无大碍" $%&( 年冬在复旦大学

我和他们夫妇再次见面% 国芳

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" 谁知去

年八月%就接到昌平兄来短信%

告知国芳已经因肺栓塞猝然离

世(国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%陪

伴昌平兄 )* 年之久%无论是长

久的别离%还是生活的煎熬%都

从无怨言" 好不容易等昌平退

休%可以安稳地共享晚年了%却

撒手而去% 昌平兄的极度悲痛

是可以想见的" 朋友们都为他

担心" &$ 月%我利用到复旦大

学开会的机会去看望昌平兄 "

他在书房里为国芳设了一个

&花之海'% 用鲜花将国芳的遗

像围在中间%每天更换鲜花%每

顿饭更换供品" 又写了大量的

悼亡诗% 每天晨起和睡前对着

遗像朗读"拜祭过国芳后%我们

在他那间陈旧的客厅里% 长谈

了七个小时 " 为了让他缓解悲

哀 %我努力把话题转到学术上

来 %告辞时我觉得他已经可以

控制自己的心情 "回到复旦宾

馆后 %还向焦急等待消息的尚

君兄报告了探访经过 %大家都

稍觉放心 "又怎能料到才几个

月 %他就匆匆随夫人离去 ( 告

别会前夕 % 上海连降暴雨 %想

必是老天也在为他痛哭吧 )

昌平兄未完成的唐诗史 %

已成绝笔 "但他的学术理念会

与他的传世之作一起 %继续影

响后起的学人 " 他的音容笑

貌 %也会永远鲜活地留存在知

交们的记忆之中 " !作者为北

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"

纪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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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月 $& 日早上%带着点周

一忧郁来到研究室 % 才坐下 %

收到中国政法大学赵晶教授

和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两人

间隔不到一分钟传来昌平先

生离世消息的微信 " 顿时惊

愕 %难以置信 %难道昨晚莫名

的辗转难眠竟是此一噩耗的

征兆 ) 在不断的讯息涌入中 %

泪水终究溃堤 % 与昌平先生

相处的种种往事 % 则历历浮

现脑海 "

上世纪 !" 年代后期 %海

峡两岸局势趋于和缓 %学界之

间的交流日渐频繁" 我与大陆

学者互动来往 %主要结缘于大

陆唐代文学学会每两年举办

一次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 "

$""" 年奉先师罗联添教授之

命首度参加后 % 除了 $""' 年

在广州举办的会议未与会外 %

其余会议无一次缺席" 认识昌

平先生就是在 $""" 年 &" 月

的武汉会议上 %因为是第一次

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 %总是张

大眼睛观看着相对陌异的人 !

事!地!物 %而昌平先生身着白

色西装外套的翩翩风度和和

煦的笑容 %给我留下了深刻印

象*图一 +" 多年后 %他告诉我

在会议结束游览武当山时 %他

和尚君先生在武当山下旅店

外的街道上购买纪念品 %当时

他买了一把好长的剑 %要带回

家给公子 %而我在旁好奇地观

看他挑选长剑时如小女孩般

的纯真表情 % 则让他印象深

刻 " 也许就是这一印象的缘

故 %十几年来 %昌平先生对我

这学界小友%总是爱护有加"

昌平先生的喜好购物 %

众所皆知 " $""* 年 &" 月在芜

湖举行的唐代文学会议 %大

会特别安排至黄山一游 " 在

抵达黄山市的晚上 % 饭后我

和同事好友黄奕珍教授 %跟

着昌平先生和尚君先生一起

逛屯溪老街 % 一路我们欣赏

着各种歙砚 % 也听两位前辈

的品评 " 记得尚君先生买了

一方太白醉月砚 %造型极美 %

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家卖特

产的小店 %店家沏茶招待 %并

开始推销茶叶 !木耳 !香菇等

特产 %昌平先生喝着茶 %一边

听着店员小姑娘的介绍 %便

开始一一批评茶叶和小姑娘

拿给我们挑选的各种特产 %

昌平先生的办公室!书籍遍布!洋溢着浓浓的烟味和茶香!虽然是一间非常平凡古旧的屋宇!但其中有

一种说不出的让人喜欢的文人气息!此后我跟昌平先生偶有书信往返!"瑞金二路#的地址每每让我联

想到那间总编辑办公室$

康韵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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